
光阴在马不停蹄地游走，在一声声叹息中，走
得步履坚定。而有些东西却注定在一片流光之中
永驻。它是文字，于它，时光显得苍白无力。笔墨
之间，格子间隙，它，萦绕着时间的气息和智慧的光
环，吸引我、陪伴我至今。无论春夏，生生不息。

五岁那年的一个周末，我流着眼泪写下了人生
中的第一篇日记，即使只是一句话：今天，天气很
好，我看到了蓝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就写这样一
句话，都有好几个字是妈妈写在边上，“威逼”我战
战兢兢地一笔一画抄下来的。那是我第一次真正
意义把词语组成句子。那次的手足无措至今清晰
如昨。初识，是对它的不满。但是谁会料到，后来，
居然成了习惯，习惯用几行字来记录自己的一天。
现在翻阅五岁以来的十几个日记本，读起来是多么
的幼稚可笑，这，就是我的童年。

和它的又一次相逢是在三年级，那时开始写作
文，便放下了坚持几年的日记，在妈妈的指导下，把
句子组成文章。对小学作文算是得心应手，甚至能
偶在《少年先锋报》发表。每次作文能被老师当作
范文在班上念，都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且在母亲
的“逼迫”下，从梦幻的童话王国里拉出来，开始接
触小说、散文，读完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插

图本的《雾都孤儿》。对文字，已变成了喜爱。
我就这样徜徉在它的怀抱，直到现在，竟又与

书法相遇。饱满的墨汁随着笔尖的移动，在素白发
青的宣纸上时急时缓地拖出条条。时续时断，忽而
浓墨重彩，忽而蜻蜓点水。几行未干的墨迹黝黑发
亮，屋内弥漫着墨的古味，透出历史的厚重。写书
法的过程，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一个字能贯穿整
个历史，写书法便是畅游历史，让我于墨香挥毫之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震憾。

文字，一直在我身边，吸引我、陪伴我，让我在
文化的原野里畅游，在笔墨间徜徉。光阴能带走一
切，却带不走笔墨和文字的印记！

（作者系南川中学高2019级5班学生）

四年前的阳春三月，我和二哥陪着年迈的母
亲到成都去探亲，去看望移居成都武侯区的大舅
一家。

按照预定计划和火车开车时间，我们设定了精
准的外出乘车时间。早上七点十分起床，慢慢悠悠
地吃过早餐，坐车前往石柱火车站，花了两分钟排
队取票，然后检票进站，刚好是8点过一分。几分
钟后，开往重庆北的早班车开始检票发车。不到
10点，动车到达重庆北站，我们悠哉游哉地下车取
了车票，按计划出站。慢慢悠悠地逛了逛北站风
景，11点消消停停地检票进站，坐上开往成都的动
车，两个小时后，顺利到达成都东站。

这次出行，一切都按照原定时间计划执行，
出行显得非常紧凑有效，显得非常逍遥自在，母
亲觉得很新鲜。下午将近2点，在大舅家吃午饭
时，提起当年为了送孩子到县城读书不得不半夜
快走山路“赶车”的经历，母亲和大舅都深有感
触，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乘车”啊。我也情不
自禁想起30年前的多次“赶车”经历。

1986 年秋天，15岁的我考上石柱师范学
校。按照乡亲们的传统说法，石柱县城距家有
120里，比读初中时的90里外的西沱镇更远，必
须翻越被称为“大山”的方斗山，所以必须坐客
车。然而，当年的客车线路很少，且一天只有一
班，离我家较近的临时“车站”有松树、白河、瓦屋
嘴与万朝乡场。其中万朝距离最远，但这是直达
车，“赶车”有一定保障，且距离县城最近，票价至
少便宜三角。松树的客车是到忠县长江下渡口
返回，白河和瓦屋嘴的是到忠县长江上渡口返
回，上渡口和下渡口的客车一南一北，都远远绕
过老家，极像是一双围不拢的胳膊，偏偏漏掉了
我的村庄。因此，为提高坐上客车的成功率，也
为了节约区区几角钱，我常常步行将近三个小时
的山路。

尽管从石柱汽车站发出的客车时间非常固
定，但由于乡村公路的颠簸不平，以及沿途旅客
上下车花费时间不一，客车到达万朝乡场的时间
并不太固定，也无法确定。乡场上的某位细心人

经过统计后，便肯定地说，它到达的最早时间是
上午9点，最迟时间是中午12点半。

我去赶车的时间是每学期开学那两天，因为乘
车的人很多，必须提前两个小时赶到乡场，才能基
本保证坐上客车。于是，在临近上学的头天晚上，
身体较弱、不喜出门的父亲便彻夜不休息，专门负
责听半夜鸡叫，以免睡过了头耽误了时间。等到鸡
叫头遍，若是晴天，父亲还会出门看天，看到星月略
西，证明家里养的公鸡没有胡乱“报时”，便赶紧叫
醒母亲和睡眼惺忪的我，快手快脚地生火煮上一锅
面条。匆匆忙忙吃后，带上两三个鸡蛋和一小包炒
熟的花生或玉米粒，借着星月微光、举着燃烧的竹
片“亮膏”，开始跌跌撞撞地往东边的大山赶。

翻山下沟、再翻山再下沟地走了将近两个小
时，走出一身臭汗后，天空才会露出曙光，这时多半
会走到瓦屋嘴附近，可以走平坦的公路了；再走一
个小时左右，便能到达万朝乡场。在忠县煤矿电影
院前坝子的临时车站上，母亲负责照顾我的简单行
李，我则负责四处游逛等车，不时用目光瞅车来的

方向，用耳朵听车来的声音。时间过得真慢啊，常
常以为大半天都过去了，一问旁边戴手表的某位大
叔，才知道时间才过去一个小时。

照例是开往忠县上渡口的客车先来，丢下几
个乘客后，挤上十几个到忠县城办事的矿山人，
又摇摇晃晃地离开。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后，直
达万朝乡场的客车终于慢吞吞地来了。那个年
代到县城上学的人并不多，但附近乡镇在县城读
中学的少年，加起来也有好几十个人，全都集中
在开学第一天来“赶车”，便显得有些拥挤。

往往车还在缓缓行驶，大家都蜂拥跟着客车
跑。等司机停了车，打开半条缝的车门，大家又
往车上挤，司机则乐呵呵地开了驾驶室车门，下
车到乡场唯一的食店吃早餐。大约半个小时后，
上车发动客车，没有挤占到座位的人便赶紧围着
司机，不停地向司机软语求情，抢购为数不多的
四五张站票。连站票也抢不到的人，只好自认倒
霉，把“赶车”的希望搁在第二天。

尽管当年为了“赶车”，每次出发时间都很
早，但我竟然还有三次连站票都没有买到，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客车大摇大摆地离去，心中的委屈
和失意伴着无尽的饥饿弥漫开来，幸好母亲带的
灰布包裹里还有鸡蛋和干粮可以充饥。于是，我
便像古代落了榜的某位举子，跟在母亲后面，耷
拉着脑袋往回走。第二天一早，又是头一天的简
单重复，照例是父亲担任“更夫”与“闹钟”，照例
是半夜起床吃饭赶路去“赶车”——最难过的是
有一次竟下起了小雨，山路更加泥泞。凌晨的光

线并不好，让连续跌了几跤的我，总是喜欢摸着
更加委屈的屁股，咬牙切齿地恨那个乐呵呵的司
机，恨那辆只有30来个座位和5张站票的客车，
恨那位头天跟我抢买站票的蛮横大叔。

记忆中比较深刻的还有一次，我们50多个等
车的学生等到下午2点多也没等来客车，大家都
认为客车当天肯定不来了。而忠县上渡口返回
的客车人员已满，一脸正气的司机严肃拒绝搭
载。我和母亲只好失望地往回走，因为中午已经把
鸡蛋和干粮吃了，饥饿让我们的步伐变得十分缓
慢，直到暮色降临才回到家中。第二天起早赶到
乡场时，一个熟悉的老人居然有点遗憾地告诉我
们，前一天客车在方斗山那边的大歇塘发生了故
障，等县城的维修工人赶到修好后，到达万朝乡
场已是下午4点多。不过也好，住在乡场附近的那
些学生，都喜出望外地坐上了这班迟到的客车，这
让第二天来坐车的我们并不感到十分拥挤。

2009年，在师范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中，大
家无意间聊起当初“赶车”的酸苦，因为绝大多数
同学都家住偏僻山区，其乘车遭遇几乎大同小
异，全是一把辛酸泪一笔委屈史。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真是非常幸福，出门远行
不再有当年那种必须紧追紧赶的“赶车”。比如
我儿子，在最近外出旅游时，他可以通过手机网
络准确地查到客车、动车和飞机的准确班次，可
以事先购好票，安排好住宿，精准地安排行程，绝
不可能再像我当年求学那样，为了“赶车”不得不
浪费大量时间、精力。（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两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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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一直在我身边，吸引我、陪伴我，让我在文化的
原野里畅游，在笔墨间徜徉。

笔墨间游走的光阴
在师范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中，大家无意间聊起当初“赶车”

的酸苦，因为绝大多数同学都家住偏僻山区，其乘车遭遇几乎大同
小异，全是一把辛酸泪一笔委屈史。

“赶车”的辛酸

《巫盐天下》这部著作的学术含量毋庸冗言，而它的散文表述特色却带有极大的创新意味，并且也确实给人以轻松、灵动、鲜润的阅读体验，值得品鉴。

学术与散文的融合 理性与激情的碰撞
——《巫盐天下》的文化情结

读罢《巫盐天下》，感慨良多。
中华文明的进程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以盐为核心、着眼于巫文化的一个原生

点来展开学术解构，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高难度学术选题。唐文龙先生自我加压，迎难
而上，也因此独树一帜。对巫文化研究进行一次特殊补位，阐示了自己在深耕之后的
学术思考，可以说取得了国内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想特别表
达的是，《巫盐天下》这部专著除了展示作者深厚的学养，更表现出作者对大巫山那一
腔炽热的情怀，和对先民伟大智慧的虔敬，以及不书无以立身的高情远致。

事实上，所有的学术著作或者专论，当我们越过它的粲花之论，就会发现那后面站
立的，大抵都是作者朴实而浓郁的文化情结。

唐文龙先生当然也不例外，并且他的乡情更为浓郁。作为土生土长的巫溪人，他
把自己对故乡的所有眷爱，把自己的所有成长积淀，都投向对巫文化的膜拜。然后，他
得出自己的发现——“巫盐古道是横亘在中国版图腹心地带，连接长江文明和黄河文
明的一条文明大通道。”

这是作者多年研究思考后的凝炼，也是这本书的核心。
或者说，这是这部著作的文化价值所在。
从当下对巫巴文化的不太深入的研究和大众认知看，这个观点有点偏大。但太多

的文献、考古和遗迹都论证着巫盐古道的厚重与玄远，反过来说，这个核心命题就已经
具有钩深致远的重要文化意义。

二
唐文龙先生提出5000年巫盐古道的题设，总

结出“巫盐古道是横亘在中国版图腹心地带，连接
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一条文明大通道。”这是有
见地的，也是有深度的。进一步说，这与多国专家
学者的研究成果，方向是一致的，或者说体现了高
度同位的实证精神。意识到这一点，《巫盐天下》的
大文化观就有了更雄阔的时代投映，也更具历史意
义与文化向度。

前文说到浓郁的文化情结，应该说，这一点在
文龙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他从小在巫溪的大山
大水中成长，30多年的耳濡目染，求学跋涉，培育
了他对于宝源山盐泉、对于整个盐业文明的深厚情
感，那是一种赤子之情。

文龙后来长期在巫溪县委宣传部门工作，工作
和兴趣让他几乎走遍了巫溪，对于一位严谨的研究
者来说，这个过程既是艰辛的，也是幸运的。这不
仅让人想起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开清代朴学之
风的顾炎武，他在传授研学修志诸法时多有告诫，
其中很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作者要有一定的学识，
二是要收集天下志书以作参考，三是要有充足的时
间，深入实地进行调查考辨。以这样的视角来反观
文龙先生，他其实牢牢占据着一种得天独厚，有大
量时间深度仰望巫溪山林陡崖间遗落的神秘历史
痕印。在沉静与孤寂中，进行自己的考证、辨伪、辑
佚，从而令著作获得深度与宽度。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熬人的。由于工作的
原因，作者更多的是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和研
究。资料收集与查证考辨工作纷繁复杂，再加上一
些问题各个专家学者没有统一意见，其撰述过程的
艰辛程度就可想而知。

据我所知，文龙日常工作事务多，特别是从事
对外宣传工作，接待更多，所以基本写作时

间都是晚上。通常每写四五百字，
就需要查证四五千字甚至更多的
文献资料，还要把各个专家的观
点、论据、论点进行梳理，整理
出比较让人信服的观点，提炼
出新的发现。史料的搜补鉴别
对谁都是一项繁复冗杂的基础
性工作，文龙自己也说，常常会
遇到很多困难，中途也会陷入

瓶颈。有时候为写几百字，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而

大部分章节都是在晚上写作，凌晨两点以后才能够
休息。他曾经感慨过，高强度的脑力体力消耗，很
让人吃不消，那样一种困苦，让人精神都临近崩溃。

作者虽然不是院校的专业研究者，却在学术考
辨与撰述上穷原竟委，表现出严谨的治学精神，冷
静的实学高度。全书10个章节，每章必盐，层层递
进，不落空言，可谓大胆假设少，小心求证多。全书
以史据为前提、以辨析为支撑、以发现为高地，小心
翼翼又有理有据地披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事实上，
大量的史料收集、梳理和考辨，就是作者对于整个
文明发展的梳理，收集的过程即梳理的过程亦即考
辨的过程。既不拘泥于某位学者的学术观点，但也
不放过能够查证的每个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把各
种史料现象放到文明进程中去思索，从而使所有的
素材都能发挥其作用。这样的结果，让许多沉睡的
文化史料“活”了起来，从点到面，以小及大的作用
被发挥到极致。

这个研究过程，也非常符合文化大师们所倡导
的治学奥义。

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就
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强调史实的客观性。他
说：“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
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梁启超要
求把文字记录的史料与现存实迹、传述口碑、古物
等资料结合起来考证，从而反映出历史事实。

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原始宗教，大抵是
有关的神祇崇拜及巫术之类。这样，使中国老早已
接受了现代世界‘人’的观念……大概人类社会秩
序最初形成于宗教后，乃有礼俗、道德、法律等，陆
续从宗教中孕育分化而出。”（《中国文化要义》）从
古到今，人类社会从未产生过大一统的文化类型，
而巫文化作为上古文化中的一种母态文化，它在几
千年演进中形成了独有的历史根系，亦体现出中华
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文化发展的所有历史事件都不会是孤立
单一的，任何事物的背后都有其内在联系。具体到
《巫盐天下》的视野中，“巫”和“盐”分别从精神层面
和物质层面成为了贯穿始终的经络，这也正是这部
著作的站位高度与表述精彩之所在。

于是这本书的专业整合与学术立论就有了意
义——以宝源山盐泉为核心，但视野却是广阔的，
从宝源山到整个三峡，从三峡到整个中国版图腹心
区域，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联系都明晰了起来，各
种文化的交融、影响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正是全书的高度：第一次把“巫”和“盐”贯穿
到了这一大区域中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中；首次

提出“巫盐古道”系中国版图腹心地带文明
大通道的概念。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共为中华文明重要
的组成部分，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
厚重内涵，鲜有学者把二者之间的
联系交融关系进行实质性研究。因而，此
概念的提出，非常具有新意。

“巫”是人类起源发展过程中，最早掌握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代称。远古巫文化是
人类最早的世界观，是最早的精神文明的体现。

“盐”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物质要素
之一，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物质文明组成部分。

《巫盐天下》把“巫”和“盐”贯穿到这一区域中
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过程之中，阐述了二者与各种
文化之间、特别是与人类起源文明之间的关系，这
样的结合使以前很多无法解释的文明现象都能得
到合理解释，对研究人类起源史，地域文化关系史，
都能起到很好的启迪作用。

把“巫”和“盐”还原到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
去思考研究，是充分尊重二者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的基础上的科学论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体现，真实地反映了二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人类
文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把“盐”在人类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系统阐释，这是以前众多学者
忽略或者说关注较少的课题，具有新意但又尊重了
历史真实。

在现有的线路文明学术研究中，有众多学者关
注整个川渝地区的古盐道，也有了“川盐古道”“巴盐
古道”“川滇盐道”“秦巴盐道”“巴楚盐道”等众多学术
成果，但《巫盐天下》是首次提出“巫盐古道”为中国
版图腹心地带，连接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文明大
通道的概念。需要说明，这个概念并不是盲目的、毫
无理由的夸大，正如作者自己所讲的“进行了太多的
引述、假设或论证，包括把这条盐道上升到文明大通
道的高度进行膜拜。但膜拜不是盲目的，‘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是建立在打破常规之上的论断，是尊
重事实之后的严谨，是对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客观地说，这个概念是否能够完全成立，还需
要众多专家学者进行系统的科学论证。但有一点
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概念开启了新的思路，让我们
重新认识“巫盐文明”，认识“巫”和“盐”在历史进程
中的重要作用，甚至重新思索人类起源文明、中
华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把“巫盐古道”作为
文明大通道的意义和旅游发展、文化研究保护、
脱贫攻坚等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赋予新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建行慧民生
龙情惠山城龙情惠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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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华

一

可以肯定的是，巫盐文化涉及的内容超过
50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涵盖了哲学、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其时间跨度之
大，覆盖领域之广，一般的著作难以深入，研究
者更不会轻易涉猎。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根底在道，道
的源头是巫。”《巫盐天下》以巫溪宁厂宝源山盐
泉为核心，将整个盐业文明、盐道文明进行了十
分细致的辨析与梳理，最大力度地把一些不为
人知的历史真相还原并展示出来。作者必然是
查证了大量史料，阅读了大量书籍，掌握了大量
文献资料，才能积累起如此丰富的素材。

唐文龙认为：“巫文化是宗教最原初、最粗
陋的形态。在各类宗教发展的过程中，都或多
或少借用和吸纳了巫文化的元素……巫文化
与各种宗教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
联系，比如形式上的神秘性、仪式性、规范与禁
忌；比如精神内涵中的‘崇尚万物有灵’‘天人
合一’。巫术的本质在于精神对自然的驾驭。
然而，这时的‘精神’尚未作为精神而存在，尚
未在于其普遍性中，是个别的、偶然的、经验的
自我意识，随后逐渐演化为普遍的、必然的集
体意识，即为宗教。”

把眼光放宽了看，上古文化研究实际上是
一个世界性话题，对于那些渐行渐远、甚至消失
的古老文明，多国专家学者从未放弃过孜孜不

倦的探索和研究，国外近年来最震撼人心的考
古发现和科学求证表明，5000年前乃至更早的
7000年前、9000年前是上古文明的节点，它反
映了那个时期祭祀、图腾和宗教观念对当时生
活的直接而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对生命过程的
干预。因之而流传下来的文化风尚，至今仍然
部分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源远流长的
民俗民风。

比如现在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和信德省，
它们都处于世界四大上古城市文明之一的印
度河流域。这两座城市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
在考古中发现了上古文明遗存，年代为5000
年前。尤其是旁遮普省的哈拉帕古城，曾经有
过非常繁华的集市，那些刻字的陶土板和砝
码，那些寓意独特的红陶和雕像，那些由400
多个符号构成的书写系统，更有以商人、地主
和祭司组成的精英阶层，无不反映出神秘的社
会层级和强大的宗教传统。流布至今，当地仍
然保持着一年一度的、被称作“桑”的朝圣活
动，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朝圣者们蜂拥圣墓之
前，进行为期一天的祷告和祈求盛事。这里特
别需要指出，其中一个饶有意味值得深读的现
象是：离开时，朝圣者会带走盐和圣土，希望由
此让家人得到先圣的眷顾。

我们可以推知，作为“百
味之王”的盐，在上古的哈
拉帕城曾经同样不可或
缺，自有一道奇
异的文化演绎。

站在
更 为 宽
泛 的 世
界语境之下，我
们对巫盐古道的
沉思，就增加了一
份大跨度的历史
凝重。

三
这部著作视野宏大，辐射

广阔，纵横上下五千年的广袤
时空和地理背景，作为一部系统

研究盐业文明的文本，其内容是具有史诗性质的。
这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是很容易写成

一部学术论著的，当然，读者群也只能是史学专家。但
作者推出的是一部学术散文或历史文化散文，这一特
殊的写作方式，与作者的散文家身份相关。

《巫盐天下》这部著作的学术含量毋庸冗言，而
它的散文表述特色却带有极大的创新意味，并且也
确实给人以轻松、灵动、鲜润的阅读体验，值得品
鉴。所以，《巫盐天下》其行文范式更符合学术散文
这样一种归结，明确地说，我认为它是一部学术散
文，或历史文化散文。

正是因为有了对各种历史史料和学术观点认
真细致的梳理与考辨，《巫盐天下》在作为一部学术
散文的同时，有了独特的学术视角，其研究成果达
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巫盐
天下》自始至终洋溢着一股隽秀的文风，用人物间
的对话和不断变幻的场景来修复巫风的洋洋大观，
让想象中的人物出场，让时空浪漫交替，画面感随
处可见，学术撰著之严肃与文字表达之优美相映成
趣。正是这让人眼前一亮的散文气象，引人入胜，
欲罢不能。

散文的笔触，诗意的语言，把众多枯燥乏味的
学术论证用文学的方式表述出来，无疑让这本书具
备了文学叙事的特质。作者营造的意境是神秘的，
原始的，本真的，让人体验的阅读过程是轻松的，审
美的，愉悦的。

在这部著作中，文龙先生的散文式叙事是结构
性的，每一章的开头均由故事、场景或人物对话来
串领，起承转合，贯穿始终，这种新鲜的文字氛围，
为全书注入了一股泉水般的清流，显得更空灵也更
深邃。显然，这是作者经过思考之后的一种选择，

是布局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
创新和探索。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作
者的文化情怀。我感觉到，似

乎只有借用这样一种
文体，才能够传递

作者对故乡深
深的情感，这种

情感是发乎于心的，是滚烫的，是浓烈的，是一位大
山之子对眼前巍巍群山和涓涓绿波无比深挚的
爱。一个人用心于学问，他向着远古一路追随，他
站在历史的城廓探骊寻珠，这是他心灵的求取，也
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历程。而散文贵在真诚，美在朴
实，意在幽深，这样，散文这种创作形式，就成为文
龙先生最佳的话语通道。

散文流露心灵，可以站在高山俯瞰苍茫的原
野，也可以立于斗室品茗窗外的一方静谧，无论取
景大小，重要的是言由心生，笔到意到。曾经有一
种看法，认为散文比较随意，好写，这似乎也说得过
去，但真正能够打动人的散文，其实大有难度。除
了需要生活积淀，难就难在格局，而这种格局，是指
作者心灵所能够站立的高度，视野所能够洞鉴的宽
度，笔墨所能够承载的力度。换而言之，有穿透力
的散文，它的文字一定流畅而简洁，它总能够表现
出吸引读者的意境，在出其不意中释放那种让人微
醺甚至陶醉的人文情怀。

但无论如何，散文的仪式感——通常就是文字
本身——这是光芒闪耀的开始。优秀的散文，不一
定清词丽句满纸呼啸，而在于文字风格的独有，在
于与他人内心呼应的靠近。或惹人遐思无限，或读
之趣味盎然，都是高作。

文龙本身就是一位知名散文家，写过不少给人
深刻印象的散文，很显然，这种文字特质成就了《巫
盐天下》灵动与轻盈的文风。融学术严谨与散文骏
爽于一体，分寸很不好把握，可喜的是，80后的文
龙满怀激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可圈可点。

食盐，这种在现代人看来纯粹作为食品的物
质，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作
用，都十分厚重，值得敬畏。中华文化的发展，起源
于黄河还是长江，仍然存有探讨的空间，而三峡地
区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作用，在中华文明进程的作
用，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重庆的文化人，对其作
用和意义的阐释，更应该有一份责任。文化自觉，
既要关注历史，也要从当下生活的这方土地开始。

目前，不少地方的很多文化现象和遗迹正以非
常快的速度消失，令人深为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讲，
《巫盐天下》的出版来得正是时候。

（作者简介：刘明华，西南大学教授、博导；重庆
市人民政府参事、重庆国学院院长、中国杜甫研究
会会长。）


